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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縣公立幼稚園實施融合教育之融合教育理念與教師所

接受的支持與認知與執行情形，主要研究目的有二:（一）瞭解公立幼稚

園校長、園主任及教師對融合教育理念的認知與執行情形。（二）探討公



立幼稚園校長、園主任及教師在融合教育中對教師所接受的支持與認知情

形。 研究方法是以融合經驗品質量表（QIEM）為研究工具，以問卷量表

和結構性訪談進行資料收集，以臺北縣六所公立幼稚園之校長、園主任、

融合班教師為對象進行資料分析。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方法獲得以下的結

果: 一、融合教育理念品質結果 六個園所中，其中有兩個園所融合教育理

念品質評比為 C 級，尚可，其餘四個園所評比為 B 級，好。 二、校長、

園主任、教師對融合教育理念的認知與執行情形 校長、園主任、教師對

融合育理念都有基本的認知，並一致認為班級教師比校長和園主任還要投

入。在執行上，六園校長對於融合教育服務多屬被動參與，對於擬定融合

教育計畫一致認為有必要，但對於計畫的內容和執行過程並不會清楚瞭

解；園主任因行政工作多或將特教工作分給其他教師負責，參與較少會比

較不瞭解融合教育計畫參與情形。但園主任若有帶頭參與示範，相對的會

影響教師參與研習和接納特殊需求幼兒的態度；教師大都認為計畫很重要

但執行參與更重要。 三、校長、園主任、教師對融合教育中教師所接受

的支持與認知品質結果 六個園所中，一個園所評比為 B 級，好，四個園

所評比為 C 級，另一個園所則評比為 D 級，不好。研究結果中，六園校

長和園主任認為自己給教師的支持，大概符合他們所需要的，六園教師也

認為園主任給教師的支持有符合他們的需要。 四 、校長、園主任、教師

評量相關專業人員對教師的支持與認知情形 在六個園所中，校長和園主

任對相關專業人員若無直接接觸，會無法瞭解班級教師對相關專業人員支

持與認知情形，但都一致肯定相關專業人員的重要性。研究也指出校長、

園主任和教師與生活助理員的接觸較多於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對其服務情

形也比較瞭解，因此一致認為生活助理員是目前在班級中，給老師的協助

最直接且最為需要的人力支援。  

摘要

(英)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t program philosophy and staff supports exercised in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The purpose consisted in two parts: (1) 

understanding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in view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2) surveying the accepted supports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eacher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from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other teachers. The method of research took Quality of Inclusive Education 

Measurement (QIEM) as a tool, gathering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from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in inclusive classes by six selected public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ounty. 

The outcomes were as followed: 1. The results of philosophy of quality of inclusive 

education were that 2 out of 6 kindergartens were assessed as C-level, fair; the rest 

out of 6 kindergartens, B-level, good. 2.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for philosophy of inclusive education showed 

that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acquired the fundamental acknowledgement 

of philosophy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implementation all six principals passively 

served inclusive education. Directors less served and viewed plans of inclusive 

education because of more administrative work. Teachers mostly considered crucial 

for making plans, but implem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played a key role. 3. The 

outcomes of accepted supports and acknowledgement towards teachers for quality 



of inclusive education were that among 6 kindergartens, one kindergarten was 

assessed as B-level, good; 4 kindergartens, C-level; the remaining one, D-level, not 

good. It indicated that all principals and directors in six kindergartens regarded that 

their supports probably fitted teachers’ requests and needs in six kindergartens 

were met by directors’ supports. 4.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assessing 

related professionals towards the supports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eachers 

showed that without direct contact with related professionals, principals and 

directors in all six kindergartens would not realize the supports and 

acknowledgement of related professionals towards class teachers, but they totally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related professional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frequency 

of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contacts with assistants outnumbered that 

with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s. Principals, directors and teachers understood more 

about the service of assistants and marked them as direct and crucial personnel to 

help clas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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